


 

尊敬的女士/先生： 

为使种子岛聚会的成果进一步发酵，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

会决定与林德基金会联合在西班牙举办“汉旺-蒙坦切斯论坛 2016”。本次论坛

的主题是“连接”。 

这场论坛为期 3 天、仅有数人参会，希望与会者一起探险，超越理性思维的

边界，共同创造一种新的沟通工具。 

林德先生目前正在开发一个称为 MU 的沟通系统，MU 就是“多层次沟通”

（Multilayered Understanding)，以通用符号作为源代码，以期实现多层次的

非语言沟通。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程，其目标是促进人类开发自身潜力，以

达到各个层面的深度沟通。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不思考”，以沉默来设计创造这个工具的路径，或者是

其他我们共同创想的工具。 

您将在这里遇到与您有相同感受的伙伴，他们是茫茫人海中的少数派。我们

希望经过同心协力，找到一个所有人都可使用，也会使所有人获益的解决方案。 

在有建设性的工作讨论和密集的脑力激荡之余，我们将邀请大家在温煦的星

空下，在中世纪的古堡遗迹前，享受悦耳的古典乐、佛朗明哥和实验性电子音乐。 

论坛的日期为 8 月 23日-26日。我们将于 23日在马德里机场集合，搭乘巴

士前往埃斯特拉马杜拉自治区的蒙坦切斯市，于 26 日离开蒙市。在接下来的几

周内，我们将发出细节信息，包括会议议程和安排。 

您的参与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热切期待您的回复！ 

  

 

“汉旺-蒙坦切斯 2016”筹委会 

                                                                           

2016年 6月 16日 
 



多层次沟通 （MU） 

MU:一种非语言的沟通系统， 

它将成为一种新的世界通用语言，其基础是对符号的多层次诠释。 

这个系统中没有个人的想法，逻辑事实和记忆的影响或者言行不一致。 

MU 是一种简单易学的符号语言，使用 3 行书写，而不是传统的单行书写的方

式。 

因为没有文化印记，便于网络或者社交媒体使用，也便于所有人理解和使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语言？ 

公元前 1800 年，书写文字出现了，这也导致了一种认知和行为控制的新模式出

现。 

根据朱利安·杰恩斯的二分心智理论，原始人不能像今日的我们这样“思考”，

因此可以说他们总是处于右脑主导下的“无意识”状态。 

灾难和社会无组织混乱迫使人类开始“学习”意识。 

意识由左脑产生，可以存储记忆，是人类历史的产品。 

人类意识的三种形式： 

1. 二分心智或者神主导的人-（右脑） 

2. 现代思维或问题解决型思维的人（左脑） 

3. 当代回归二分心智主义的现象（例如，宗教狂热，催眠，人格分裂） 

个人是被制约的主体，从神灵和传统中得到满足，被老师、权威、书籍和圣人喂

养，在语词中度过浅薄而空虚的生活。我们的心智已经被迫使去遵守现有的模式，

将“我”塑造为不朽。这个叫做“自我”的狭小而封闭的盒子，装的是由于戒律



和随波逐流而变得迟钝的思想。 

语言已经成为感知生活的主要障碍，使我们受到已有的记忆、时间、以及想入非

非的干扰。 

因为整体中有局部，而局部中是没有整体的。（克里希那穆提） 

现有的对沟通的定义，使我们的大脑以非常平面和线性的方式运转。大脑主要为

逻辑论证/理解，数据储存和传输而设计，为其他沟通方式留下的空间不多。 

MU 符号语言开启了想象力，三层并列符号可以避免单一诠释和概念固化。排列

在 3 层矩阵中的丰富的符号意义产生了一种能量，可以激活大脑平时较少使用

的、也就是那些超出理性范畴的部分。 

这个系统允许无限的符号组合，根据读者自身的能量，解读可以很简单或者很复

杂。借由超越人类理解力的多层次意识中的概念组合程序，抹去我们的意识边界。

透过接受未知和尚未可知的事实，我们等于承认了它的存在和影响，同时它也是

对理智化的防护。这类沟通允许我们的感情自然流露，而不受记忆的制约。 

MU 的三层结构 

2      直觉/影响 爱      感受 

1   看法/行动 凝聚     经验 

3    基础/ 存在 万物     未知 

“2016 蒙坦切斯’连接’论坛”，要为 3 天的工作研讨会创造一个理想的环

境，以将 MU 的概念进一步细化，并探讨如何在当今社会实施。我们将聚集一小

群思想家，通过直接和密集的沟通来确保效率最大化。 



活动介绍 

1.活动概要 

 参会人员：10 人（欧洲）/10 人（亚洲）——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

社会学家、企业家和政治家 

 语言：中英双语 

 活动地点：蒙坦切斯——一个自然风光与人类历史和谐共存的村庄，其地

理位置使之成为倡导生态意识的理想地标 

 会议议题：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连接，提出一种新型非语言沟通系统

MU（多层次理解），将更加细化 MU 的概念并探讨在当今社会如何实施。 

 

2.林德基金会/林德介绍 

林德基金会是中、西两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平台，同时通过培育中国优秀创新文化产业和产

品，进行海外市场(特别是西班牙语系国家和日益扩

大的美加地区拉美裔族群)的开拓，成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国际大平台。本基金会的目标在于通

过国际间的交流，组织文化活动，促进教育领域的

发展和开发人的创造力。 

（图右起为林德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林德先生为国际知名艺术家，西班牙林德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他的画以精致典

雅的写实风格，深受欧洲皇室、贵族好评。他为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所绘制的肖像，

现展于美国西班牙大使馆中。林德先生热爱中国文化艺术，曾与中国知名艺术家

多次合展；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西班牙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工作，贡献巨大。 



 

3.到访亮点城市 

马德里：马德里原本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直到公元 1083 年，才成为基督教

领地。很长一段时期，马德里并非西班牙王国的中心，至今保持完好的托雷多城

才是真正权力，文化宗教和军事的中心。17 世纪初，马德里市正式成为西班牙

首都，同时也是马德里自治区的首府。 

托雷多：是卡斯蒂利亚—曼恰自治区的首府，也是与之同名的托雷多省的首府。

虽然托雷多的面积不大，但却是西班牙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心，特别是特

色手工艺品的生产更是享有盛名。此外，在历史、艺术和文化财产的保护与宣传

方面，托雷多也走在了其它城市的前面。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和塞维利亚省的首府，是西班牙第四大都

市。也是西班牙唯一有内河港口的城市。瓜达尔基维尔河从市中穿流而过，古市

区的建筑仍然保留著几个世纪前摩尔人统治过的痕迹。 

梅里达：西班牙城市，埃斯特列马杜拉自治区首府所在地，人口约 5.2 万人，是

西班牙最漂亮的古罗马式的城市之一，由当时的罗马人在其战略要道上所建。由

于其杰出的建筑工艺，一些古罗马建筑经历了大自然的长期严峻考验，较好地保

留至今，成为人类依然可以共享的宝贵遗产。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城市，是享誉世界的地中海风光旅游目

的地和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贸易、工业和金融基地。

巴塞罗那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古迹遍布，素有“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

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胜地。 

 

 



4.定制行程 

 拜会林德基金会，文化交流 

 与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政府——经贸洽谈 

 参加 2016 年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文化对话颁奖典礼 

 品尝西班牙风味美食-私人定制晚餐 

 蒙坦切斯文化艺术节-古堡下佛朗明哥演出 

 

5.旅游路线选择 

行程 A：3 天会议，总计 4 天 3 晚 价格：人民币 24000 元 

行程 B：3 天会议+9 天旅游，总计 12 天 11 晚 价格：人民币 32000 元 

行程 C：12 天纯旅游，总计 12 天 11 晚 价格：人民币 35000 元 

 

6.付款 

1. 网上支付（网银、信用卡）、第三方支付、个人汇款； 

2. 报名截止日期为 7 月 8 日，需付定金 5000 元； 

3. 尾款支付时间为 7 月 23 日之前。 

 

7.退款 

1. 7 月 23 日之前，如若发生使馆拒签，则会根据实际情况，扣除已经发生费用

（含签证费、机票定金），可退还定金余款； 



2. 如若在付完全款的情况下，因个人原因不能出行，则自行承担已经发生费用，

如，包括飞机（车、船）等交通工具的费用（含预订金）、旅游签证/签注费用、

饭店住宿费用（含预订金）、旅游观光汽车的人均车租等。扣除费用后退还余额。 

团队机票一经出票，不得更改、签转、退票；若成员在团队机票开出后退团的，

须全额承担机票费用。 

 

 



 

行程 A 

报价包含： 

中国-西班牙国际往返机票  

签证+保险 900 元/人 

住宿 蒙市民宿标间 3 晚, 早午晚三餐 

交通 45 座左右大型旅游巴士 

小费 全程司机小费 

 

报价不含： 

西葡加班费：司兼导每小时 50欧元，司导分团，司机和导游每小时 140 欧元，但不足 2 小时按照 2 小时收费（只限于前

两小时的加班）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北京--马德里--蒙坦切斯 2016-08-23 星期二 

行程描述: 

马德里机场集合 

13:00 搭乘巴士前往蒙坦切斯，16:30 到达。 

19:00 简短欢迎致辞，地点：酒店 

随后核心工作团队第一次会议：自我介绍并设置工作计划 

20:30 晚餐 

22:00 中国艺术家表演，地点：花园大道 

住   宿: 客人自理 

第 2 天 蒙坦切斯 2016-08-24 星期三 

行程描述: 

10:00-12:00 MU-工作对话 

茶歇 

12:30-14:00 MU-工作对话 

14:00 午餐和休息 

17:00-20:00 MU-工作对话（提供咖啡、茶、软饮料）  

20:30 参加埃斯特雷马杜拉省长 2016 年文化对话颁奖典礼和汉旺-蒙坦切斯论坛欢迎致辞 

随后举行小型鸡尾酒会，地点：城堡附近卡瓦里欧公园 

22:30 Ara Malikiam 音乐会，地点：城堡 



00:30 电子音乐欣赏，由林德制作，地点：卡瓦里欧公园 

住宿 客人自理 

第 3 天 蒙坦切斯 2016-08-25 星期四 

行程描述: 

10:00-12:00 MU-工作对话 

茶歇 

12:30-14:00 MU-工作对话 

14:00 午餐和休息 

17:00-20:00 MU-工作对话（提供咖啡、茶、软饮料） 

20:30 参访林德基金会 

21:00 花园露台晚餐，地点：La Montanera 

22:30 佛朗明哥表演，地点：城堡 

住宿 客人自理 

第 4 天 蒙坦切斯—马德里 2016-08-26 星期五 

行程描述: 早餐后出发前往马德里机场 

  

行程 B 

报价包含： 

中国-西班牙国际往返机票  

签证+保险 900 元/人 

住宿 蒙市民宿标间（含早餐）3 晚，四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两张单床)（含早餐） 7 晚 

人员 境外优秀专业中文导游 

交通 45 座左右大型旅游巴士、马德里—巴塞罗那欧铁二等座 

膳食 中式午晚餐 8 菜一汤，  

西班牙海鲜餐 1 顿 

门票 西班牙皇宫（含官导）、圣家族教堂、阿拉罕布拉宫、梅里达古罗马剧场、托莱多官导、塞维

利亚大教堂、塞维利亚王宫、西班牙民俗村 

小费 全程司导小费 

 

报价不含： 



1、 酒店单间差费用； 

2、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酒店行李搬运等费用不含； 

3、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4、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5、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6、商务咨询费用； 

7、商务活动费用； 

8、其他客人消费； 

9、报价包含项目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费用； 

10、西欧常规国家司机导游正常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天，西葡区域为 11 小时/天 

11、西葡加班费：司兼导每小时 50 欧元，司导分团，司机和导游每小时 140 欧元，但不足 2 小时按照 2 小时收费（只限于

前两小时的加班）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北京--马德里--蒙坦切斯 2016-08-23 星期二 

行程描述: 

马德里机场集合 

13:00 搭乘巴士前往蒙坦切斯，16:30 到达。 

19:00 简短欢迎致辞，地点：酒店 

随后核心工作团队第一次会议：自我介绍并设置工作计划 

20:30 晚餐 

22:00 中国艺术家表演，地点：花园大道  

住   宿: 客人自理 

第 2 天 蒙坦切斯 2016-08-24 星期三 

行程描述: 

10:00-12:00 MU-工作对话 

茶歇 

12:30-14:00 MU-工作对话 

14:00 午餐和休息 

17:00-20:00 MU-工作对话（提供咖啡、茶、软饮料）  

20:30 参加埃斯特雷马杜拉省长 2016 年文化对话颁奖典礼和汉旺-蒙坦切斯论坛欢迎致辞 

随后举行小型鸡尾酒会，地点：城堡附近卡瓦里欧公园 

22:30 Ara Malikiam 音乐会，地点：城堡 

00:30 电子音乐欣赏，由林德制作，地点：卡瓦里欧公园 

住宿 客人自理 



第 3 天 蒙坦切斯 2016-08-25 星期四 

行程描述: 

10:00-12:00 MU-工作对话 

茶歇 

12:30-14:00 MU-工作对话 

14:00 午餐和休息 

17:00-20:00 MU-工作对话（提供咖啡、茶、软饮料） 

20:30 参访林德基金会 

21:00 花园露台晚餐，地点：La Montanera 

22:30 佛朗明哥表演，地点：城堡 

住宿 客人自理 

第 4 天-第 12 天行程请参照行程 C 

行程 C 

报价包含：  

中国-西班牙国际往返机票  

签证+保险 900 元/人 

住宿 蒙市民宿标间（含早餐）3 晚，四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两张单床)（含早餐） 7 晚 

人员 境外优秀专业中文导游 

交通 45 座左右大型旅游巴士、马德里—巴塞罗那欧铁二等座 

膳食 中式午晚餐 8 菜一汤，  

西班牙海鲜餐 1 顿 

门票 西班牙皇宫（含官导）、圣家族教堂、阿拉罕布拉宫、梅里达古罗马剧场、托莱多官导、塞

维利亚大教堂、塞维利亚王宫、西班牙民俗村 

小费 全程司导小费 

 

报价不含： 



1、 酒店单间差费用； 

2、酒店内电话、传真、洗熨、收费电视、饮料等费用；酒店行李搬运等费用不含； 

3、洗衣，理发，电话，饮料，烟酒，付费电视，行李搬运等私人费用； 

4、签证相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公证，认证等相关费用； 

5、旅游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6、商务咨询费用； 

7、商务活动费用； 

8、其他客人消费； 

9、报价包含项目未提到的其他一切费用； 

10、.西欧常规国家司机导游正常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天，西葡区域为 11 小时/天 

11、西葡加班费：司兼导每小时 50 欧元，司导分团，司机和导游每小时 140 欧元，但不足 2 小时按照 2 小时收费（只限于

前两小时的加班） 

其他行程中以及上述“报价包含”条款中未列明的一切额外费用。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北京--马德里--蒙坦切斯 2016-08-23 星期二 

行程描述: 

马德里机场集合 

13:00 搭乘巴士前往蒙坦切斯，16:30 到达。 

19:00 简短欢迎致辞，地点：酒店 

20:30 晚餐 

22:00 中国艺术家表演，地点：花园大道 

住   宿: 客人自理 

第 2 天 蒙坦切斯—卡萨雷斯--蒙坦切斯 2016-08-24 星期三 

行程描述: 

早餐后出发前往白色的山城卡萨雷斯。在众多的山成立，因为她小巧，因为没有大众的交通工具可以抵达，

算是名不经传的。也正因为如此，鲜受观光客打扰，让人们可以窥探到当地原汁原味的庶民生活和历史在

此留下的斑驳痕迹。游览结束后返回蒙坦切斯。 

20:30 参加埃斯特雷马杜拉省长 2016 年文化对话颁奖典礼和汉旺-蒙坦切斯论坛欢迎致辞 

随后举行小型鸡尾酒会，地点：城堡附近卡瓦里欧公园 

22:30 Ara Malikiam 音乐会，地点：城堡 

00:30 电子音乐欣赏，由林德制作，地点：卡瓦里欧公园 

住宿 客人自理 

第 3 天 蒙坦切斯—（105 公里）巴达霍斯—蒙坦切斯 2016-08-25 星期四 

行程描述: 
早餐后出发前往巴达霍斯。先为罗马小镇，后为摩尔人所占，城市繁荣。1229 年为阿方索九世取得。是西

班牙到葡萄牙的要站，转口贸易甚盛。工业以食品加工、酿酒、蜂蜜等为主。毛毯织造业发达。沿河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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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遗址和一系列摩尔人和基督教的古堡和教堂、寺院等。 

20:30 参访林德基金会 

22:30 佛朗明哥表演，地点：城堡 

住宿 客人自理 

第 4 天 蒙坦切斯--梅里达 2016-08-26 星期五 

行程描述: 

早餐后出发前往梅里达（Mérida），西班牙城市，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首府所在地，人口约 5.2 万人，是

西班牙最漂亮的古罗马式的城市之一，由当时的罗马人在其战略要道上所建。由于其杰出的建筑工艺，一

些古罗马建筑经历了大自然的长期严峻考验，较好地保留至今，成为人类依然可以共享的宝贵遗产。 

梅里达令人惊叹的罗马圆形剧场（TeatrRomano&Anfiteatro）遗址不容错过。这座剧院建于公元前 15 年， 

七年之后又建造了角斗士竞技场（Anfiteatro）。两处可以接待两万观众。其他的历史遗址还有露天剧场

（CasadelAnfiteatro）。Alcazaba 城堡。BasilicadeSantaEulalia 和 ArqueologicadeMoreria。 

第 5 天 梅里达-塞维利亚 2016-08-27 星期六 

行程描述: 

早餐后游览卡门的故乡－塞维利亚，，这里有优美的吉普赛音乐、热情奔放的弗朗明戈舞，著名的《唐吉诃

德》便是塞万提斯在塞维利亚的一座监狱里写下来的，亲临现场您可发现影片场景历历在目，塞维利亚在 

1929 年及 1992 年两度举办过万国博览会，是一个因为航海和贸易发展而形成的繁华都会。而后市区观光,

首先参观美丽的西班牙广场，黄金塔，穿过风情万种的老城区 。 

第 6 天 塞维利亚--格拉纳达 2016-08-28 星期日 

行程描述: 

早餐后，参观塞维利亚王宫*（入内）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在 1987 年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之后参观塞维利亚大教堂*（入内）塞维利亚大教堂所在地原为塞维利亚大清真寺，15 世纪清真寺被拆毁，

在原址上建造塞维利亚大教堂。它是世界五大教堂的第三位，仅次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和米兰大教堂。整

个建筑属于西班牙哥特艺术鼎盛时期的风格，同时也夹杂着阿拉伯建筑艺术的风格。 

随后乘车前往格拉纳达（车程约 2.5 小时），格拉纳达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城 市，融合了许多文艺复兴式

建筑和伊斯兰风格的宫殿。城镇与村庄的悠久历史，音 乐与戏剧节，当地丰富的传统文化，完美的体现在

整个城市的街道和纪念物上。 

第 7 天 格拉纳达--托莱多-(72.3 公里/53 分钟)-马德里 2016-08-29 星期一 

行程描述: 

早餐后， 游览世界闻名的阿尔罕布拉宫（含门票，内观），建于丛林雪山下，是摩 尔文化硕果仅存的遗产，

其精致细腻的美感，清新脱俗的格调，警世之美令人溢于 言表，更是摩尔艺术上最伟大的鼎盛之作。 后

乘车前往托莱多（含古城中文讲解），托莱多繁荣的古罗马街道整个城市就是西 班牙历史的见证。 从繁荣

的古罗马街道，犹太人的教堂，阿拉伯人的城门到天主教法式歌德教堂，以及洗礼了西班牙内战的阿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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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每一处古迹都在向人们讲述着一段辉煌的过去，这就是托莱多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后

前往马德里 

第 8 天 马德里 2016-08-30 星期二 

行程描述: 

早餐后，参观宏伟的西班牙皇宫（Palacio Real），一个体现西班牙辉煌历史的艺术巨作，是您绝对不能错过

的景点。西班牙广场（Plaza Espana）上文学大师塞万提斯纪念碑，作家雕像手持不朽的《唐•吉诃德》，小

说主角唐•吉诃德与侍从桑丘的铜像是游人最爱。17 世纪所建的中心大广场（Plaza Mayor），曾是国王加冕

或举行斗牛、迎神、歌舞剧和死刑的地方。位于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Puerta De Sol）是马德里人们最喜欢

的聚集地，每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这里便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古色古香，邮政总局前的西贝雷斯广

场（Plaza De Cibeles），雕刻着精美的大地之神西贝雷斯的喷泉。世外桃源公园（Parque De Retiro）是马德

里园林中最美丽的一座。 

第 9 天 马德里--巴塞罗那 2016-08-31 星期三 

行程描述: 

早餐后，乘坐欧铁前往巴塞罗那，抵达后导游接团前往巴塞罗那市区，参观蒙特利城堡。站在 92 年巴塞罗

那奥运会的主会场上(Estadio Olimpico), 您一定会回想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百余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

风光秀丽的西班牙民族村(Pueblo Espanol)可以让您加深对西班牙民俗风情的了解, 同样会使您的西班牙

之旅更加的丰富多彩。宽阔的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na)在骄阳下无比壮观。晚饭后回酒店休息。 

第 10 天 巴塞罗那 2016-09-01 星期四 

行程描述: 

早餐后参观圣家族神圣教堂*，这座大教堂始建于 19 世纪 80 年代，但由于经费和建筑风格等问题至今尚未

完工。这件“永不完工”的艺术品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出自高迪之手的米拉宫（外观），

整个建筑物如同在岩石中凿开而成，它的屋顶和烟囱风格抽象，如同时代错位一般，非常引人注目。同样

由高迪设计并参与建造的奎尔公园是他的智慧的结晶，它最能体现现代派的艺术风格。哥特区素来是巴塞

罗那的政治中心，一条条狭窄的石板道在高耸的哥特式建筑中穿插，精致的墙壁也许式罗马人遗留下来的，

到处都是中世纪的古典气氛。1298 年兴建的加泰罗尼亚风格的哥特式教堂是哥特区的起点。兰布拉大街是

巴塞罗那最热闹的街道，两边有许多奇妙的小巷子，个性小店林立，可是淘金的好地方。如果有兴致的话，

可以坐在街道两旁的餐厅里，点上一盘地道的西班牙海鲜饭，享受着午后的阳光，那可真是妙不可言了。 

第 11 天 巴塞罗那--北京 2016-09-02 星期五 

行程描述: 
早餐后，前往巴塞罗那旧港，这里可以看见停靠在海边那大大小小、白色的船只；瞻仰哥伦布广场纪念碑，

后前往机场，乘坐国际航班返回国内， 



第 12 天 北京 2016-09-03 星期六 

行程描述: 安抵北京，结束愉快旅途。 

 

提示：以上行程时间表仅供您参考， 

有可能会因为境外期间特殊情况予以前后调整，如(堵车、恶劣天气、景点关门、突发事件等) 

以上酒店均为参考酒店，请以出团通知中的酒店为准！ 

备注：此行程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旅行社将严格按照行程执行。在不减少任何景点的前提下，旅行领队或导

游可根据境外情况做顺序之调整，该调整不视为违约） 

 


